
责编：寸向阳 组版：王力 校检：陈昭妤张冬平

官方微博：新浪/腾讯@三秦都市报

2019年5月17日 星期五产业经济Ａ8
www.sanqin.com

2019年，无疑是社交平台
商业化的加速年。

一直以来，互联网的商业化
模式不外乎四种：会员、游戏、广
告、电商。之前，各平台的做法
都差不多，利用社交属性开始进
行电商尝试；利用庞大的用户数
据基础和精准能力，接入信息流
广告；培养中腰部红人阶层，以
承接广告主个性化分发和UGC
推动的需求。而在悄然之间，打
造出了其他平台难以复制的独
特生态，获得了众多镁光灯的聚
焦，让人艳羡不已。

5月16日，三秦都市报记者
第一时间获悉，CNBC日前发布
2019年“颠覆者 50”榜单，其中
有两家中国公司进入榜单前十：
滴滴出行排名第二，小红书排名
第十。

也许大家对滴滴等出行企
业较为熟悉，但对小红书可能比
较陌生。创立于2013年的小红
书，始终致力于用优质内容和技
术算法更好地连接人与好生活，

让全世界的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如今已经进入新征程。

截至目前，小红书注册用户
已经超过2.5亿人。作为中国第
一生活方式分享社区，小红书每
天有超过30亿次的笔记曝光。

小红书最近发布了品牌合
作人规则后，在业界引起了很
大的反响。 5 月 15 日下午 3
时，小红书创始人瞿芳特意就
新出台的品牌合作人规则、社
区价值、内容生态等问题在斗
鱼与虎牙两个直播平台举行
了线上沟通会。小红书创始
人瞿芳表示，从创立至今，小
红书所有的规则从建立到迭
代，都是确保产品为用户提供
更好的价值。

2018年 12月，小红书正式
上线品牌合作人平台，旨在高效
连接博主和品牌，通过真实的数
据和透明的价格，规范社区商业
生态。近日，小红书发布《品牌
合作人平台升级说明》，对博主、
机构和品牌各个不同的参与方

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要求。
小红书创始人瞿芳表示，小

红书的内容生态是为用户而生
的，所有的规则从建立到迭代，
都是为了保证社区内容对用户
有价值，这点是从 2013年创业
之初就一直贯穿到现在的。

瞿芳表示，刚刚开始探索的

商业化，已经获得了一些阶段性
的成果，在未来小红书的商业化
生态会更加丰富，但不会变的
是，用户和商业，小红书永远首
选用户。同时，小红书也愿意与
各方合作伙伴保持密切沟通，创
造共赢。

文/图本报记者任荣魏彤

本报讯（天奇 艳强 粉丽
记者魏彤）日前，三秦都市报记
者获悉，陕煤集团陕西天工建设
有限公司土建第八项目部承担
的蒲白西固煤业煤场3400平方

米的路面硬化工程和124米长、1
米宽的煤场砖起排水工程即将
竣工，在部分工程质量等方面的
验收中受到了甲方的高度赞扬。

据了解，煤场路面硬化工

程，在工程时间紧任务重、还不
能影响矿上正常出煤拉运煤炭
的情况下，利用开挖机、装载机、
压路机等机械化设备，在避开拉
运煤炭的高峰期，统筹安排，不

分昼夜，分班作业，在保证安全
的情况下，进行紧张的施工作
业，按照环保要求，工作场地、拉
运渣土全部进行复盖，保质保量
地完成了甲方要求的工程进度。

陕煤天工八部保质保量完成进度

本报讯（记者任荣魏彤）三
秦都市报记者获悉，网易公司5
月 16日发布 2019年第一季度
财报。根据财报，网易公司净
收入为 183.56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加 29.5%。归属于网易公
司股东净利润为23.82亿元，同

比增长约217%。
2019年第一季度营业费用

为 46.82 亿 元 ，环 比 下 降
13.5%，而营业费用的重要组
成部分研发费用支出为 21.66
亿元。网易公司首席执行官
丁磊表示，“我们对游戏、电

商、广告、在线教育和音乐等
多个领域都非常重视，并将聚
焦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业务
板块，发掘其增长潜力。本季
度，我们对重要的业务板块进
行了一些结构性优化。得益
于网易团队的高效执行，这些

优化措施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使得我们第一季度的利润增
长显著。我们今后也将继续
致力于提高效率，增加主要业
务板块的投资回报，为我们的
股东及合作伙伴创造更多价
值。”

网易发布第一季度财报

本报讯（记者 张永宁）5月
15日，平安好医生宣布与惠氏营
养品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充分
发挥各自领域优势，在新医疗健
康服务、新科技应用、业务及会
员体系融合等方面展开全方位
合作，为 1200万惠氏妈妈俱乐
部会员带来一站式营养和健康

解决方案以及全新的“主动健
康”理念。

双方合作中，平安好医生将
为惠氏高端会员配备平均10年
以上医疗专业经验的一对一专
属私人医生，提供 7×24小时实
时在线问诊咨询；同时，专属私
人医生也是一位妈妈和新生宝

宝的健康管家，用科学的方法提
供儿童专属健康档案、儿童健康
课程、全年成长发育管理及评
估、体检报告解读等日常健康管
理服务。此外，平安好医生汇聚
全国顶尖医生和医院资源，可根
据会员的实际医疗需求，协助预
约全国知名儿科医院专家门

诊。平安好医生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平安好医生与惠氏共同
打造的“母婴+医疗健康”生态体
系，将为会员提供一名医术精
湛、医疗资源丰富的专属私人医
生，像管家一样呵护母亲及宝宝
的健康，极大提升就医和健康管
理服务体验。

平安好医生与惠氏达成战略合作

夏季即将来临，留古供电
所在全面做好春检的同时不忘
练兵。“打好迎峰度夏战役，不
仅要确保线路设备健康，也要
有一支业务技能强、能打仗，能
打胜仗的员工队伍。”留古供电
所所长王向阳这样说。5月 14
日，一场全员参与的岗位大练
兵在富平供电分公司留古供电
所大院紧张而有序举行。

此次岗位大练兵包括“名师
带徒”和拉线制作、导线绑扎比
赛。在“名师带徒”环节，杨铁牛
和汝建兴两位经验丰富、技术过
硬的老师傅手把手地指导青年
职工王军刚、张鹏实际操作拉线
制作和导线绑扎，细心解说每一
步的技术要领和技术要求。其
余同志进行了观摩，并给予了点
评。在比赛环节，16名员工紧密

配合，各显其能，施展开自己的
绝技，在紧张、刺激和加油鼓励
中完成了比赛，展示了自己的实
抄技能水平。 经过角逐，杨铁
牛、汝建兴、赵光义分获前三名。

“通过演练不仅提高了员工
队伍的素质，锻炼了青年职工，
更增进了员工之间的友谊，增强
了供电所的凝聚力，为打赢迎峰
度夏攻坚战奠定了基础。”留古

供电所技安员、练兵总指挥佛强
在总结时讲道。

比赛结束，青年职工张鹏激
动地说，“本次大练兵让我清楚
看到了自己与老师傅们的差
距。通过师傅手把手的实抄指
导，大大提升了我的技术技能和
实抄能力。”

张增良陈喜牢
本报记者亓敏

本报讯（毛宝玲高攀飞记者冯红林）
近日，中国第十一届空间结构奖评选结
果揭晓，由陕建钢构集团施工的咸阳奥
体中心体育场罩棚工程荣获空间结构
施工银奖。

据悉，中国空间结构奖是我国空间
结构行业的最高荣誉奖，旨在设计、施
工技术与质量方面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的钢结构工程项目，本届获奖单位中，
陕建钢构集团是陕西省唯一一家获得
该奖项的企业。咸阳奥体中心作为第
16届陕西省运动会主场馆，是陕西省重
点工程，被誉为“陕西鸟巢”。工程主体
结构复杂，吊装控制难度大，是陕建钢
构集团有史以来承接的技术难度最大
的体育馆项目。

本报讯（李哲记者冯红林）近日，
为确保供电区内居民小区科学用电、安
全用电，汉中供电公司组织员工开展用
电安全隐患排查。

近年来，随着电动自行车的普及，
不少小区业主选择从自家楼上窗口牵
引电源、楼下储藏室临时私接电源对电
动车体充电，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汉
中供电公司将关口前移，加强客户用电
的安全管理，对住宅小区开展安全用电
综合检查，对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隐患，
该公司及时向小区管理人员反馈，督促
协助限期整改，提高客户安全用电意识
和自我保护能力。

本报讯（记者魏彤）5月16日，三
秦都市报记者从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
上获悉，专注于计算机视觉与视频大数
据分析的人工智能企业银河水滴在会
上亮相。

会上，银河水滴展出世界首款步态
识别检索产品——水滴神鉴、中国首台
小型化智能轨道检测车——水滴智检、
银河水滴安检智能分析仪等产品，充分
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相关行业后所带来
的巨大变化，获得大量观众的关注和称
赞。据悉，银河水滴拥有全球领先的步
态识别技术和全球超大的步态数据库，
跨视角步态识别精度稳居世界前列，在
步态识别研究与应用领域大幅领先。

本报讯（陈蕾蕾记者张永宁）记
者昨日获悉，蒲洁能化公司生产技术
部统计数据显示，蒲洁能化公司4月份
双聚产量达 64864.18吨，其中聚乙烯
产量 33145.18吨，聚丙烯产量 31719
吨，创开车以来月产量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蒲洁能化公司狠抓工
艺管理，注重安全环保管控，进一步强
化“三违就是事故、隐患就是事故、波
动就是事故”理念，安全及生产保稳工
作成绩显著。据悉，不仅产量达到历
史新高，挤压机等部分大型机组连续
运行天数亦创运行以来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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